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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葛付静：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汴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203 民初
5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飞达电机有限公司、段钟民:本院受理杜欣瑞、徐鸿
志分别申请执行你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分别
作出的(2015)顺民初字第272号民事调解书、第294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司及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203执恢117号，116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及(2018)豫0203执恢117号、116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3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永峰(141029197708260016)：本院已受理原告代建利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211民初10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泓舟:本院受理原告陈振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东升：本院受理的黄天才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强制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03执
131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限期履行通知书和（2018）豫1003执1313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三
日内履行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1003民初
130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对已查封你名下的豫K43233号小型轿车一辆予以评估、拍
卖或变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
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
于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
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建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 0181 民初
63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 日内到本
院涉村中心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新广：本院受理原告崔功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2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华:本院受理原告薛秋红、张爱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辛灿杰：本院受理张小军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执69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逾期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日内，履行本院（2017）豫0328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书及
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全：本院受理张小军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执69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逾期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日内，履行本院（2017）豫0328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书及
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领航酒店有限公司、洛阳佰鹏商贸有限公司、孟英团、
闫兆可、王龙海：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利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06民初63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立前：本院受理雷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龙龙、郭雪丹：本院受理原告何江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
初47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海风：本院受理原告孟凡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宁、刘振莹、高喜连、史红伟、洛阳嵩安劳保用品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河南孟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
等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22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卫战献：本院受理原告乔秀民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22 民初
159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瞾福睿实业有限公司、张国平、樊黑瞎：本院受理的原
告陈翠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
告返还原告50000元整；2.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自2015年4
月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以上诉50000元为基础按月利率
1％计算利息）；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鹿诏贤：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涧西区隆鑫副食经销部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
原告支付欠款560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按期付
款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古城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林：原告陈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送达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关林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建中、董玲枝、牛满满：原告麻社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送达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
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程萍、程丽、陈智明、虎
郁：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波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分行，原审被告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洛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程萍、程丽、陈智
明、虎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民辖终61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双赢红提种植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栾川青城
山生态养殖园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分行、原审被告河南山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
双赢红提种植有限公司、王银针、崔洪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民
辖终48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郅瑞霞、刘春鹏、刘志甫、张亚利：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河南开
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行、原审被告郑州市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王兴洲、郅瑞
霞、刘春鹏、刘志甫、张亚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民辖终491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
审裁定。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申会峰、洛阳刚吉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洛阳政利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秦吉第、王婉婉：本院受理上诉人朱向利与被
上诉人裴前进及你们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583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铁峰：本院受理原告吴雪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142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吴雪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142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守民、贺海萍：本院受理原告张志杰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28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文：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马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依法查封你名下所有的位于平
顶山市新城区滍阳路南侧、育英路西侧、龙翔大道北侧、创
新路东侧建业桂园C-049号车位。因你下落不明，特向你
公告送达（2017）豫0402执1468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评
估拍卖、变卖你名下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滍阳路南
侧、育英路西侧、龙翔大道北侧、创新路东侧建业桂园
C-049号车位。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选
定评估机构、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的通知，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届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选定评估
机构、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
不到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舞钢市鑫海精纺有限公司（原河南鑫海精纺股份有限公
司）、舞钢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刘宏云、段素香、
宋耀宗、付红利、刘小敏、赵大乐、张勇军、张丽：本院受理原
告平顶山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舞钢市鑫海
精纺有限公司（原河南鑫海精纺股份有限公司）、舞钢市中
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刘宏云、段素香、宋耀宗、付红
利、刘小敏、赵大乐、张勇军、张丽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2980号民事判
决书和（2018）豫0403民初298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巧东、石滑滑：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联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王巧东、石滑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送
达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08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钢市海明科技有限公司、孙海明、闫立阁：本院受理原告
朱国超、李秋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03民初1349号民事判决书及
闫立阁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群星、钦春波、李方志：本院受理上诉人王炳鑫与被上诉
人随州市远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群星、钦春波、李方
志、李勇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二审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本公告生效之日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8点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宏志：本院受理原告王延飞诉你与刘军杰、孙二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402民初31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江锋、张彦敏：本院受理原告丁永超诉你们与丁群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402民初353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亚丽：本院受理原告新乡御景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725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亚丽：本院受理原告新乡御景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725民初20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洪君：本院受理原告新乡御景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725民初2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永清：刘长红申请执行你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8）豫0711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
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向你送达（2018）豫0711执
133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履行裁判文
书告知书、失信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7日内，自动履行（2018）豫0711民初92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则依法强制执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2758号

薛成玲：本院受理原告李宁诉被告薛成玲、苏兴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2018）豫0711民初
2758号民事裁定书、（2018）豫0711民初2758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胜、陈道兵：本院受理原告黄河养护集团有限公司豫西分
公司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天莲、河南省百年酒库商贸有限公司、邓 浩、信阳市羊山
新区天莲咖啡厅：原告王海龙诉被告邵天莲、河南省百年酒
库商贸有限公司、邓 浩、信阳市羊山新区天莲咖啡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1502民初19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崇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
你及赵晓山、赵雪梅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02 民初 210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冬凌：本院受理的原告邓志敏诉你及第三人孙玉梁、敖明
忠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502民初6122号民事裁定书及原告邓志敏的民事
上诉状。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金艳、黄国连:本院受理原告陈瑞同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628民初144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宋河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素霞：本院受理原告吕庆平诉你与李有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河南省洛阳市监狱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淑江：本院受理常磊诉周淑江、白尚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6民终
55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玉新：本院在受理原告李宏图诉你与周海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建峰：本院受理原告魏星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202民初412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秀峰、三门峡市亿达建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小民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豫1203民初16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秀峰、三门峡市亿达建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原告李小民款项104270元；二、驳回原告
李小民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世鑫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砖强诉你及
赵原春、三门峡陕州地坑院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203民初91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霄伟：本院受理原告时园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04民初92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
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传勇：本院受理原告刘磊诉你和王红声民间借贷纠纷，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
判决二被告连带偿还欠款35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并要求就
王红声抵押的房产优先受偿。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志峰、牛军辉、刘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市区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281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长山、侯长海：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
淇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2981号民事裁
定书、（2018）豫0581民初298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牛明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占锋：本院受理原告曹志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占锋：本院受理原告曹中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占锋、魏红艳：本院受理原告段国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史爱芹、田丽萍: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502
民初30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滑州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杜守表、芦建敏：本院受理原
告李树彩、李智刚诉你三方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8964号、89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广彩：本院受理原告李国书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年成:本院受理原告臧苗云诉你离婚纠纷--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23民初273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小宝：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广辉：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鑫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全
贵、袁素芹、袁岭、袁红俊诉你及被告牛中庆、袁勇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5民初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原告袁全贵、
袁素芹、袁岭、袁红俊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陆军:本院受理原告开封市煤炭总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205民
初17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杨小俊与被执行人河南万丰农林设备有限

公司、王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将对河南万丰农林设
备有限公司的蓝色YL100喷雾机壹台、白色WF100喷雾机
壹台（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标的瑕疵保证。
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
物现状的确认）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告，公
告期为十五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拍卖时
间为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栏依法拍卖。两
台喷雾机的市场价均为10万元，起拍价8万元，保证金8000
元，增价幅度500元。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详细拍卖公告请
见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联系人：杨政、0392-2418565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月12日10

时至2019年1月13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梁根普名下位于许昌市魏都区北大办事处健康路
2 号 55 幢东起 1 单元 1 层东户住宅房地产。网址:http://sf.
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5执恢9号之二

本院立案执行执行人信阳市浉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被执行人杨沁、信阳天骏实业有限公司、信阳恒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依据（2017）豫15民初84
号民事判决书，对信阳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位于
信阳市浉河区十三里桥乡叶桥村的两宗土地、（证号：信市
国用（2007）第11206号、信市国用（2007）第11207号）房屋及
地上的附着物评估、拍卖。权利人应于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向本院申报权利，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